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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聖樂區主辦 

《興起‧發光》樂隊及歌唱比賽 

比賽報名表 

1. 參賽組別︰ 

 歌唱組   樂隊組  

2. 參賽者/參賽隊伍資料︰ 

參賽者或參賽隊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適用) 

參賽歌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純音樂檔案 USB 記憶體 

(請遞交申請表時同時附上歌詞，並註明參賽者或參賽隊伍名字及歌曲名稱) 

參賽者名稱︰ 

編號 姓名及信徒編號 電話 電郵 
樂器 

(如適用) 

1 

(隊長) 

    

2 
    

3 
    

4 
    

5 
    

6 
    

組長推薦：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適用於未有信徒編號之參賽者) 

參賽者或參賽隊伍簡介︰(不多於 200 字中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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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賽細則 

3.1 參賽者只可參與其中一個組別之比賽 (歌唱組或樂隊組)； 

3.2 參賽者年齡需為 16 歲或以上基督徒； 

3.3 參賽者必須為已完成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下稱本會) 101 課程之教友；或已

穩定參與崇拜/小組生活之基督徒 (需由小組組長推薦)； 

3.4 每隊最多可有兩位現役本會成人/青少聖樂區事奉者； 

3.5 參賽歌曲不可以含有粗言穢語，主辦單位保留最終參賽資格； 

3.6 歌唱組 

- 每隊最多四位參賽者； 

- 決賽名額為六名，每隊參賽者人數必須與初賽相同，及不可轉換參賽歌

曲及隊友； 

- 每隊有五分鐘作賽時間； 

- 只限使用純音樂檔案或最多兩件樂器 (木結他、Ukulele、Cajon 或數碼

鋼琴)； 

3.7 樂隊組 

- 每隊最多六位參賽者； 

- 決賽名額為四名，每隊參賽者人數必須與初賽相同，及不可轉換參賽歌

曲及隊友； 

- 每隊有十分鐘作賽時間 (包括測試樂器) 

3.8 除數碼鋼琴及套鼓外，其他樂器需自備； 

3.9 初賽日期為 2018 年 4 月 8 日 (日) 下午，比賽時間因報名人數而訂，主辦

單位保留最終安排權利； 

3.10 決賽日期為 2018 年 4 月 22 日 (日) 下午 2:30，比賽隊伍出場次序由主辦單

位決定。 

4. 報名須知 

4.1 請將已填妥的報名表、歌曲名稱及歌詞 (一式三份)、禮堂器材聲明書 (如

適用) 及純音樂檔案以USB記憶體 (如適用) 一同遞交，否則不接受報名； 

4.2 報名可以郵寄方式或親臨本會辦公室遞交，本會地址為新界粉嶺馬會道 301

號。辦公室開放時間為星期二至五上午 9:30-晚上 8:00；星期六上午 9:30-

晚上 10:00；星期日上午 9:00-下午 6:00；星期一休息。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3 月 25 日(以收到報名及相關資料日期為準)，或額

滿即止； 

4.3 2018 年 4 月 1 日前，將有專人通知報名成功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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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賽評分準則 

5.1 發音  

5.1.1 發音的正確及標準度 

5.1.2 發音清晰度 

5.1.3 在聲音各方面如字音、停頓、節奏轉換等運用，在聽覺上之新鮮感 

5.2 歌唱表達技巧 

5.2.1 整體音調的自然與和諧感 

5.2.2 音域、節奏及速度 

5.2.3 整體表達流暢，停頓以及停頓連接的處理，配合感情 

5.3 台風 (體態、眼神及創新)  

5.3.1 姿勢、動作等體態語言表達度 

5.3.2 眼神運用，與聽眾有目光接觸 

5.4 樂器運用及合拍度 

5.4.1 樂手對樂器之運用技巧，及互相配合 

5.4.2 歌曲演繹創新、流暢及默契 

6. 專業評審 (決賽) 

6.1 Sai Lau – 美國著名學府 LA Music Academy 畢業、曾於多個大型演唱會及

教會敬拜隊擔任低音結他手 

6.2 Thorine Mak – 曾與不同幕前演出，亦在演唱會和聲、廣告歌曲演唱及旁

白等提供指導及訓練，曾為多間教會提供聲樂指導 

6.3 Laurence Leung – 現任本會主任牧師，超過三十年聖樂服侍及豐富訓練敬

拜者的經驗，創作及演繹多首詩歌 

7. 獎項 

7.1 參賽隊伍分設歌唱組及樂隊組，每隊設冠、亞軍各一名。 

7.2 歌唱組及樂隊組冠軍均可獲禮劵總值$300。 

7.3 歌唱組及樂隊組亞軍均可獲禮劵總值$150。 

7.4 由現場觀眾一人一票選出一組最「心郁郁」大獎，得獎者可獲通利琴行禮

劵總值$200。 

8. 其他 

8.1 有關是次比賽的詳細資料可瀏覽本會網頁 www.aog.org.hk 及查閱週訊； 

8.2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本會敬拜事工幹事 Amy Kong (2669 8111) 。 

 

http://www.ao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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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禮堂器材聲明書 (如適用)︰ 

本人                    (參賽者或隊長) 明白並遵守以

下之規條： 

9.1 必須按以下流程使用揚聲器 (Amplifier) 及相關器材： 

9.1.1 任何參賽者不得使用自攜 Jack 線，必須使用大會所提供之 Jack

線； 

9.1.2 台上揚聲器已插上 Jack 線，參賽者只需把 Jack 線另一端插在樂

器； 

9.1.3 插好 Jack 線後，參賽者必須在該樂器負責人指示下試音量； 

9.1.4 參賽者必須在該樂器負責人示意完成音量調控後，方可綵排或演

出； 

9.1.5 參賽者必須在該樂器負責人指示下才可拔掉任何電線 (包括 Jack

線及咪線)； 

9.1.6 參賽者不得自行拔掉揚聲器上 Jack 線； 

9.2 所有鼓手必須使用頭戴式耳機 (Headphone)，方可進行

綵排或演出； 

9.3 參賽者不得自行移動任何樂器及音響器材； 

9.4 所有參賽者必須遵從該樂器負責人的指示； 

9.5 如器材有任何損壞，必須馬上通知該樂器負責人； 

9.6 若違反上述之規條以致任何樂器或音響器材損毀，參賽

者須照價賠償，本會保留一切追究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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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參加者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本人 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或隊長) 代表本人或本隊伍同意參

加上述由基督教粉嶺神召會聖樂區舉辦之《興起‧發光》樂隊及歌唱

比賽，並細閱及願意遵守此比賽規則，及同意以下各點︰ 

10.1 如因參加是次活動而引致任何損失及受傷，除非因主辦單位 (基督教粉嶺

神召會聖樂區) 疏忽引致，否則主辦單位無須負責； 

10.2 聲明此報名表上所有資料真確無誤，並願意接受主辦單位及評判之決定為

最終決定； 

10.3 參賽者之比賽資格由主辦單位作最終決定； 

10.4 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聲明；主辦單位將嚴格保護參賽者提供之個人資料，

並妥善及準確地儲存有關個人資料。主辦單位收集參賽者個人資料只作紀

錄、預備單據及聯絡之用； 

10.5 主辦單位將於比賽期間進行拍攝、攝錄、文字等方式記錄過程；運用記錄

之影像、影片及文字等資料作任何用途時，均無須向相關人士或參加者繳

付任何費用； 

10.6 若閣下反對主辦單位使用其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請通知本活動之聯絡

人。 

 本人/我們已閱讀、了解並同意以上參加者聲明中所列明之所有事項。 

 本人/我們已閱讀、了解並同意以上使用樂器聲明書中所列明之所有事項。 

 本人/我們已閱讀、了解並同意以上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聲明中所列明之所有 

事項。 

 

參賽者/樂隊隊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者/樂隊隊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遞交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時只需遞交第 1 及 4、5 頁。 

 

………………………………以下只限主辦單位適用……………………………… 

 

收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手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__________________ 


